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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投资上百亿元的大沙河生态治理

工程开工在即，却被一群鹭鸟“拦”下。“在拆迁
大沙河北岸苗圃时，忽然在林中发现有鹭鸟栖
息。”时任大沙河项目公司总工王高科说，“这群
鹭鸟有白鹭、夜鹭、池鹭近百只，当时正处于繁
殖、育雏阶段。”

一边是倒排工期的工程，一边是正在栖息
繁殖的鹭鸟。焦作市政府考量再三，最终决定：
工程推迟两个月，让鹭鸟正常繁殖。

一个追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必将受
到自然的馈赠。

如今的大沙河，河面上一群群水鸟闲庭信
步，青头潜鸭、中华秋沙鸭、黑鹳、黄胸鹀……一
年四季，在大沙河观察记录到的鸟类有129种。
去年2月，有3批近200只白天鹅飞临此处。人、
水、鸟，共同演绎了一曲动人的生态赞歌。

新中国成立之前，黄河治理的千年史册上，
写满了“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的沉
重篇章。斗转星移，共和国成立的 70余年间，

“落天走东海”的黄河岁岁安澜，“让黄河成为造
福人民的幸福河”，早已“万里写入胸怀间”。

6月 30日，省委书记楼阳生到黄河水利委
员会调研时指出，河南位于黄河“豆腐腰”部位，

“悬河”问题突出，既是黄河流域最大的风险点，
也是确保黄河安澜、建设幸福河的关键点。我
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
中感悟保护治理黄河的千钧分量，把保障黄河
安澜的重大政治责任扛牢扛稳。

大治理，守住了平安之河的底线。三门峡、
小浪底、西霞院等水利枢纽工程像一颗颗明珠
一般镶嵌在黄河“缎带”上。501公里标准化堤
防如护佑黄河的铜墙铁壁，不仅成为一道重要
的防洪安全线，也成为一道亮丽的生态景观
线。新中国成立至今，黄河 70余年不决口，20
年不断流，先后抵御 12次大洪水，实现了大堤
不决口、河床不抬高、河道不断流。

大保护，点亮了生态黄河的底色。近几年，
我省在黄河河南段建设了290万亩的沿黄生态
保育带。从三门峡蜿蜒往东直至濮阳，一条绵
延数百公里的沿黄生态廊道，如一条绿色的飘
带，贯通了黄河河南段。全省黄河流域湿地公
园已达 67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大鸨、黑
鹳、中华秋沙鸭等种群“重现江湖”，美丽圣洁的
白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迁徙到三门峡栖息越
冬，珍稀动物纷纷用脚为黄河河南段生态保护
和环境改善“投票”。

省生态环境厅统计数据显示，去年黄河流
域河南段好于Ⅲ类水的断面，超过全国下达目
标的近28个百分点，实现了水质不超标。

在黄河博物馆里，陈列着这样两张照片：一
张是断流时的黄河河口，河床龟裂，满目苍凉；一
张是黄河河口生态恢复后的照片，草长莺飞，水
天一色。两相对比，恰是母亲河今昔之变的写
照。

“黄河宁，天下平。”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磨
难与辉煌、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跋涉与奋斗、
新时代的新理念与新气象，都在横贯河南 711
公里的黄河上留下了鲜明印记。

大河之魂——
文脉之河川流不息

这是黄河中下游交汇处的一段河流，曾经
奔腾喧嚣的波涛，在这里变得舒缓而温情。

大河之南，屹立着我们的先祖炎帝和黄帝，
他们用深邃而坚毅的目光凝视着东去的黄河，
也凝视着中原大地和他们的后人。

这里是郑州黄河文化公园。广场上，人们
肃然伫立，目光向上，注视着高106米的炎黄二
帝塑像。眼前，巨塑背靠的青绿邙山升起袅袅
雾气；身后，滔滔黄河水波澜壮阔；两侧，117位
历史名人雕塑群栩栩如生。

山河壮美，豪情满怀。越靠近黄河，越会对
中华民族和黄河文化有本原的感慨与认同。

向东南 20公里，黄河博物馆。一进门，巨
幅壶口瀑布彩绘映入眼帘，其下方的金色大字
格外夺目——“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
族。”1947年，毛泽东刚刚起草完《中国人民解
放军宣言》后，来到黄河边，留下这句名言。

黄河不是世界上水量最大、长度最长、流域
最广的河，但她一定是文化信息量最大、文化历
史时间最长、文化空间流域最广的河。千百年
来，浩浩黄河水滋养着沃野平畴，哺育着炎黄子
孙，孕育着中华文明。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她不
仅是一条自然之河，更是一条文化之河、心灵之
河、精神之河。

2019年 9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黄河
国家地质公园临河广场，眺望滚滚东去的黄河，
思接千载。第二天的座谈会上，他关于传承弘扬
黄河文化的要求激荡广袤大地：黄河文化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
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
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一条古老的大河，在新时代里绽放出璀璨
光华。

这光华里，升腾着浓烈的文化认同。
犹如一年一度与春天的“约会”，4月 14日，

农历三月初三，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新
郑举行，拳拳之心再次汇聚于人文始祖轩辕黄
帝故里。

在现场，嘉宾们走过汉阙门,踏上轩辕桥,
探访故里祠,陆续步入拜祖广场；在线上，全球

华人用点滴黄河水浇灌姓氏树连成祈福林，共
祝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全网点击量达 29亿人
次。

拜祖大典汇聚着浓烈的家国情怀，凝聚着
磅礴的民族力量。正如知名文化学者郦波所评
价，“黄河是母亲河，而黄帝文化则如哺育我们
的阳光，我们头枕黄河，恭拜黄帝，如此热爱这
片土地，就是因为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这光华里，彰显出深沉的文化自信。
4月 13日晚，在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开

幕式上，郑汴洛三市市长当起了“导游”，为城市
“打 call”。“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文化旅游
带，正被打造为中原文旅的新 IP。

6月 5日，芒种时节，“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揭开神秘面纱，开城首演。“我们是黄河母亲哺
育大的孩子，这条河是跟我们源远流长的文明
融合在一起的。”导演王潮歌说，“我们创作《只
有河南》，如同掬起一捧黄河水，捧起一抔黄河
土，向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文明致敬。”

这光华里，释放出强大的文化力量。
挖、筛、醒、摔、揉、捏、雕，一把黄河泥，在中

牟县泥塑非遗传承人徐志红的巧手下，变换出
各异的形态，散发出生动的气韵。

黄河泥有这样一种特性：越揉搓黏性和韧
性就越强。徐志红觉得，这抔黄土里，有中国人
的性格——粗粝而细腻、柔软而坚韧，就像她作
品的主角：逆流而上的医务工作者、风雨向前的
子弟兵、拼搏在一线的志愿者，一个个人物，一
个个故事，被她用黄河泥塑起、凝固。

她的作品都来源于现实。
7月 20日，一场前所未有的强降雨突袭中

原大地，浩浩平川顿成一片汪洋。风雨中，陌生
人守望相助的义举，在每一条街道上演，普通人
忘我营救的果敢，在每一处角落绽放。

在这片暴雨洗劫过的土地上，总有一种力
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抖擞
精神。这种力量，来自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
人。他们善良正直、坚韧勇敢，他们同舟共济、
休戚与共，让人们看到了河南人最好的样子。

那些人，那些事，那些不灭的记忆，那些令
人感动的精神之光，如果我们将这些交汇在一
起，就可以得到一个立体的“7·20”，读懂黄河文
化的精神内核，记住中原大地的倔强与辉煌。

万古黄河奔腾不息，黄河文化薪火相传。
在黄河流经的古老土地上，中原大地的黄河故
事正在传扬四方。

河南博物院主展馆重新开放后，增加了
5G、沉浸互动等科技手段，吸引全国观众纷至
沓来，文创产品“考古盲盒”一度脱销；少林宝
宝、云台山、洛阳牡丹、安阳殷墟等相继推出文
创雪糕，瞬间走红网络，让网友笑称“吃下一口
雪糕，品味黄河文化”；以《唐宫夜宴》为代表的
古典文化节目炸裂出圈，引起人们的精神诉求
与中原人文精神、黄河文化之美的高度契合与
共鸣。

黄河文化正在“活起来”“火起来”。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承载着无数

辉煌的中原沃土，黄河丰厚的文化优势正在充
分发挥，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在持续弘扬，1亿中
原儿女的文化自信迅速增强、家国情怀日益浓
厚、巨大潜能不断激发。

大河之力——
活力之河百舸争流

黄河出邙山向东，炎黄二帝巨塑俯瞰之处，
河面渐宽、视野渐阔。登邙山头东望黄河，自西
向东700余米，滩窄岸坚之处，波涛之上依次横
跨着京广铁路先后使用的三座黄河大桥。三座
桥跨越百年风雨，见证时代发展。

42岁的郑州桥工段职工李小林一家两代

在此接力守护。其父李海运养护过的京汉铁路
黄河大桥、京广郑州黄河铁路大桥都已停用退
役，并作为历史遗迹原址保留。如今，他负责日
常养修的是郑焦城际铁路黄河大桥。

“父亲守桥的年代，跑的还是内燃车、绿皮
车，现在我守的桥，跑的可是‘复兴号’。等孩子
那一辈到我这个岁数时，又会是啥样，想都不敢
想。”李小林笑着说。

大桥的迭代“进化”，见证着中原大地高质
量发展的轨迹，正如流淌千年的黄河，见证着中
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征程。

滚滚黄河，孕育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农
耕文明、商业文明在这里发端，天文历法、冶铸陶
瓷、建筑纺织等方面都曾站上世界科技之巅，“四
大发明”更是从这里走向世界。黄河文化蕴含的
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活力之源。

9月 13日，郑煤机宽敞明亮的车间里，一排
8.8米高的郑煤机自主研制的煤层液压支护引
人注目。它填补了我国特厚煤层液压支架开采
的技术空白，也创造了煤矿支护装备的世界新
高度。

2019年 9月 1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
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强调，要坚定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
造、智能制造，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
去，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

牢记嘱托，在创新的道路上，河南疾步前
行。

河南智造，在换道领跑——
9月 17日，入驻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

首批航天员度过 3个月的“太空时光”，成功返
回到地球家园。从“神舟十二号”发射到与天和
核心舱的连接，以及空间站运行、航天员的返
航，郑州航天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河南航天压力
元件有限公司、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等一
批河南企业承担了配套任务，为载人航天工程
保驾护航。

在郑东新区，自动驾驶网约服务全国首推，
百台宇通自动驾驶巴士“小宇2.0”在 5G网络支
撑下载着人们“智慧出行”；中铁装备与洛阳轴
承强强联手，民族盾构有了中国“芯”，盾构产销
量连续 4年世界第一；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
司研制的齿轮传动装置打破了轨道交通领域国
外产品垄断……创新发展的新故事在黄河两岸
轮番上演。

创新发展天地宽。科技创新助推核心技术
“破茧”，迎来了河南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的“化
蝶”，换道领跑闯天下。

创新潜力，在尽情释放——
“努力进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像嵩山

一样屹立在中华大地。”7月 17日，我省第一家
省实验室嵩山实验室正式揭牌运行。省长王凯
指出，建设嵩山实验室，是省委、省政府推进国
家创新高地建设的重大举措，目的是打造现代
化河南建设的重大科研创新平台。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和“最大
增量”。从国内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人造金刚
石供应商之一的黄河旋风，到进入计算产业“大
航海时代”，立足中原、面向全国打造的黄河鲲
鹏计算产业，像那条奔腾不息的母亲河一样，在
创新驱动下，河南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如今，中原大地之上，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一系列高端科创平
台在加速搭建，一条沿黄科创带在加快形成。
中原科技城、郑州鲲鹏软件小镇、国家超级计算
郑州中心、中原大数据中心、黄河实验室等一个
个重点项目在推进建设，创新龙头企业、“瞪羚”
企业大量涌现。

这些迈向大数据时代的桥头堡，汇合成数
字经济的大江大河，孕育滋长着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澎湃力量。

构筑吸引人才、技术、资金、产业和要素资源
的巨大引力场，变“流量”为“留量”，河南正朝着
实现直道冲刺、弯道超车、换道领跑，向着大而
优、大而新、大而强和高又快、上台阶不断迈进。

绿色转型，在加速推进——
一提到化工企业，不少人第一时间会想到

刺鼻的气味、弥漫的粉尘和污浊的水体。在人
们的印象中，化工行业始终与高污染、高能耗相
伴相随。

可走进心连心公司的生产厂区，果园、草坪、
绿化树……入眼到处是绿意葱茏，空气中浮动着
大叶女贞和夹竹桃的花香，污水处理终端蓄积的
清澈水流里，各色锦鲤在欢快游动，让人仿佛置
身于一个环境优美、设施完善的城市游园。

“绿色”缘于“律己”。心连心公司用于节能
环保技术创新和设备升级的资金累计超过 10
亿元，占企业利润的40%，污染物排放比国家规
定的最低标准低30%到50%。

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黄河流域规模以
上企业率先完成新一轮技术改造，省级先进制
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黄河流域项目数量、资
金额度分别占全省的近80%、90%。

在传统产业上高位嫁接，在新兴产业上抢
滩占先，在未来产业上前瞻布局，因地制宜构建
富有地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正成为黄河两
岸的共识。

开放发展，正风起帆张——
9月 15日凌晨，苹果秋季新品发布。此时

的富士康郑州科技园正在加紧赶制订单，这里
是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全球近 80%
的苹果手机产自于此。郑州机场上空，一架架
全货机降落、起飞，把一箱箱鲜切花、服装等运
抵郑州、分拨全国，又把一批批河南制造的手机
发往世界。

郑州机场开通客货运航线 240多条、通航
全球 130多个城市，客货运规模持续保持中部

“双第一”；中欧班列（郑州）实现“多线路、多目
的地”常态化高频开行，网络遍布30个国家130
个城市；河南跨境电子商务已辐射全球 200个
国家和地区，郑州逐渐成为全球网购商品集疏
分拨中心；周口港和郑州的海铁联运班列，把出
海口搬到了“家门口”，借海出港、货通全球……

“空中”“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路”协
同发力，构建了链接全球的枢纽之路，也铺就了
内陆大省的开放之路，不沿边、不靠海的河南正
从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

“买全球、卖全球”，连接“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河南正竭
力联通世界，努力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
循环中成为关键环、中高端。

大运河架起了古代南北融通的大动脉，《清
明上河图》展现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兴盛
景象……自古以来，黄河流域就是文明交流交
融的区域，汇聚了东西南北的多元文化，造就了
黄河文化海纳百川的气质。今天的河南，追寻
着历史的脚步，乘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打
造出空、陆、网、海共同发力的开放通道体系，树
立起令人瞩目的开放新形象。

河南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正沿着蜿蜒
的黄河次第铺展。

大河之梦——
幸福之河润泽中原

黄河一路东流进入开封地界，至黑岗口陡
然打个拐，河道变得宽浅散乱，成为历史上著名
险工处。如今，黄河在此处的主河道依然游移
不定，但大河两岸已非旧时容颜。

去年“五一”之前，这里原本是一片垃圾成
山的荒地，如今却成了一座绿意盎然的“黄河
台”观景公园。站在“黄河台”上，雄浑壮阔的大

河风光一览无余。观景台上，一棵高大的泡桐
亭亭如盖。附近的村民介绍，这棵泡桐已有 50
多年树龄，老百姓都叫它“福桐”。

王小群是开封市龙亭区水稻乡南北堤村的
村民，家中世代生活在黄河边，他家距离“福桐”
只有两三百米。

王小群说，老百姓把那棵泡桐叫作“福桐”，
是觉得它为村民带来了福气。“黄河台”建成后，
景美客至，节假日游客每天都在 3000人左右。
南北堤村办起了饭店、民宿，很多村民因此脱贫。

“福桐”无声，寓意深长。
省委工作会议“两个确保”的号角响彻中

原，“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翻一番，共同富裕取得
实质性进展”的民生目标催人奋进。见证了万
里黄河沧桑巨变的“福桐”，又将亲历黄河成为
造福人民幸福河的波澜壮阔。

“几”字形的黄河，在封丘县李庄镇拐了最
后一个弯。黄河大堤把李庄镇分成了两部分
——堤内，是还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滩
区村落；堤外，是仅次于县城的副中心城镇：李
庄新区，一座现代化的新城。

李庄新区内，有一个苦庄小区，是李庄镇黄
河大堤内 19个“苦滩村”中的一个。自从 160
多年前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以后，黄河封丘
段泛滥频繁，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尽苦难，苦
庄、苦滩等由此而得名。

“过去下雨水汪汪，如今住上电梯房。”苦
庄小区村民马玲霞说，“苦庄现在不苦了！”

“有女不嫁河滩小，一年四季没个好。”在黄
河改道形成滩区的一个多世纪里，田地被淹、家
园被毁的切肤之痛，像泥沙一样沉积、似魔咒一
般循环，成为滩区人一辈子的成长记忆。而搬
出滩区、新建家园，也成为一代又一代滩区人渴
望而难以企及的梦想。

2015年以来，河南30万滩区人迎来一场空
前“大迁建”，百年滩区跨入“新天地”，百姓生活
迈进“新时代”。

历史上的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沿岸百姓的幸福之梦，被黄沙掩埋，被洪水冲
走，日子难过，美梦难圆。这些年，党和国家大
力治理开发黄河，一座座水库、一条条灌渠滋润
着万顷沃野，带给沿岸百姓“稳稳的幸福”。

很难想象，“抬头是邙山，低头是河滩。大
风黄沙刮过来，光想埋住俺”，会是人民胜利渠
渠首百姓以前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人民胜利渠管理局局长卢凤民介绍，人民胜
利渠开灌以前，古黄河河槽背河洼地黄沙漫漫，
土壤盐碱化十分严重。当地群众形容为“冬春白
茫茫，夏秋水汪汪，只听蛤蟆叫，就是不打粮”。

1952年4月，奔腾的黄河水从人民胜利渠渠
首破闸而出，润泽河南北部地区广袤的土地，结束
了“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历史。通水69年来，
人民胜利渠灌溉着豫北100多万亩农田，一个个

“吨粮田”“小康村”不断涌现。灌溉区粮食和棉花
的产量分别达到开灌前的10.7倍和5倍。

“人民胜利渠至今仍滋润着岸边的百万亩
农田，武陟被称为‘鱼米之乡’就得益于黄河水，
享誉全国的延津小麦、原阳大米也源自黄河水
的滋养。”卢凤民说，人民胜利渠从最初的争气
渠、生命渠、灌溉渠，已经变成如今的人文渠、生
态渠、幸福渠。

远离黄河之患，尽享黄河之利。顺应的是
民心所向，换来的是民生之福。

民生之福，不仅是生活富裕富足，更是精神
自信自强；是环境宜居宜业，更是社会和谐和
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
福美好生活。

定格了北宋都城繁华的《清明上河图》中，
汴河风光占据画卷长度的五分之二，足见开封
作为“北方水城”的气韵。数千年来，这座黄河
岸边的城市，兴衰荣辱皆与水息息相关。

而在几年前，开封古城由于河道淤积严重、
断面狭窄，连接不畅，黑臭水体已成为制约开封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瓶颈”。

为使水系贯通、水活流清，开封“一渠六河”
项目“应运而生”。通过两年多的水体治理，开
封再现了“一城宋韵半城水”的历史风貌。踏足
古城，梦回千年。

“我每天下午都要到河边来遛遛弯儿，环境
这么好，看着就心情好，用句时髦话说就是，幸
福指数太高了！”85岁老人李庭一是化肥厂的
退休职工，在东护城河边生活多年。看着曾经
的“臭水沟”变成了如今的清水河，荒草地变成
小游园，李大爷喜不自胜。

“水系连通绝不是单纯的生态工程，更是古
城保护、黄河文化和宋文化的传承工程，归根结
底是造福于民的民生工程，最终得益的是老百
姓。”开封第一黄河河务局局长潘佳良说。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出自作于伊洛河畔
的《尚书·五子之歌》。这个朴素的民本思想，从
黄河流域延传播散，在华夏大地根深蒂固，在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殷殷希望和
铿锵誓言里风云激荡。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河东流，天高
地阔。中原大地，风光无限。

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托举起
现代化河南，一幅新时代的黄河奋进图正在奋
笔挥洒。让黄河造福人民，一首荡气回肠的乐
章正在激越奏响。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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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市函谷关镇西寨村夕阳辉映下的黄河美景使人陶醉。随着黄河生态廊道的加紧建设，这里的生态得到恢复，各种鸟类在这里栖息觅食，一
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⑨4 聂冬晗 段景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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